
15 美国5小时能量队

美国 5 小时能量队是一支 UCI
洲际队，共有 11 名队员组成，包括 1
名加拿大队员。该队领队自 2000 年
以来曾 5 次进入环法赛前十名，具有
丰富的比赛经验，他带领队员在美国
各项赛事中频频获奖，今年该队首次
亮相环湖赛。

16 美国联合保健队

美国联合保健洲际职业车队，今
年已是第四次参加环湖赛。在过去
的三年，他们在环湖赛上有上佳表
现。今年该队9名队员分别来自哥伦
比亚、荷兰、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
斯洛文尼亚和美国。

13 乌克兰阿莫尔维塔队

乌克兰阿莫尔维塔队迄今为止
是世界上资格最老的职业自行车队，
已有30多年的历史，因而成为国际自
盟洲际赛中无可争议的领军车队。
今年是这支队伍第五次参加环湖赛，
我们为他们对环湖赛的青睐和执着
所感动。今年该队队员主要由意大
利选手组成，实力更加强大。

14 乌克兰科尔斯队

乌克兰科尔斯队是一支 UCI 洲
际队，经过几年的申请，今年终于如
愿以偿来到美丽的青海。该队奉行

“永不懈怠、有的放矢”的原则,目标明
确、挑战极限。科尔斯是一家厨具生
产商，自2007年赞助该队获得了诸多
殊荣。

20 甘肃体彩队

随着环湖赛的举行以及赛事在
国内外知名度的提高，尤其是2011年
环湖赛延伸到甘肃以后，在甘肃省社
会各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去年该队
90 后选手薛成在第一站西宁绕圈赛
一举获得象征亚洲最佳的蓝衫。今
年该队第三次参加环湖赛，还吸收了
一名外籍选手。

19 台北RTS森地客队

台北 RTS 森地客洲际车队的前
身是拥有辉煌成绩与历史的亚洲捷
安特车队，成立至今已有超过10年的
历史，是亚洲巡回赛里赛事资历最久
且名气与实力都具备的车队。去年
该队在环湖赛上获得第七赛段第三
名和团队总成绩第三的好成绩。

18 中国海南引动力队

中国海南引动力洲际自行车队
由云南、辽宁、黑龙江、海南省队的10
余 名 优 秀 公 路 自 行 车 专 业 队 员 组
成。该队是华南地区唯一一支职业
车队。自2013年成立以来，已参加环
中、环岛、环福州、环滇池等自行车
赛，积累了宝贵的比赛经验；2014 赛
季将计划参加不低于 10-15 场的国
内国际赛事，引动力车队将是中国自
行车职业赛场上一颗亮眼的新星

17 中国恒翔队

中国恒翔自行车队是 2010 年开
始在 UCI 注册的一支洲际职业队伍,
队伍已经开始在亚洲赛事中积极参
与，并崭露头角。主力车手王美银在
2013 年的环兰卡威赛中夺得第三站
冠军、2站黄色领骑衫、最终亚洲蓝衫
和爬坡王，2012-2013 年度全国积分
排名第一。该队目标是让中国人参
加世界大赛并取得好成绩,使中国职
业车队在国际环赛上得到一席之地、
展现中国人的良好形象。

11 西班牙巴斯克车队

专业的巴斯克自行车队起源于
1993年，它拥有多名世界级自行车运
动选手。为更好的让他们去各地参
加比赛，每年大约有2000人资助这些
运动员。该队通过参加各项赛事，让
世界更加了解他们，参加本届环湖赛
意义也在于此。

12 土耳其托尔库队

土耳其托尔库队，是一支在中东
地域家喻户晓的精英车队，也是土耳
其唯一一支洲际车队。2013 年赛季
开始，该队便在环土耳其国际公路自
行车赛上大放光彩。2013 年该队首
次来到环湖赛，便与我们结下了不解
之缘。

10 西班牙布尔戈斯队

西班牙布尔戈队在 25 年的西班
牙业余赛事中磨练成长，2006年正式
升级为 UCI 洲际车队。羽翼丰满的
布尔戈斯队在今年的西班牙国内环
赛中频频获喜，而今 BH 品牌在中国
逐渐增长的认知度使得这支车队在
今年第二次来到了美丽的青海湖。

3 德国助力车队

德国助力车队是一支洲际队，成
立于2005年。截至目前，德国助力是
德国最大的单车机构，拥有 500 多名
成员。该机构为多个社会项目筹资
13 万欧元。车队是体育运动和项目
之间的桥梁，其主要目标是发展平穷
国家的自行车运动和教育，队员中有
3名车手来自非洲。

4 德国耐特普队

2013 年德国耐特普队与英国安
杜拉竞速队正式合作披挂全新蓝黑
色相间骑行服进入新的赛季。车队
于 2011 年升级为洲际职业队，现由 8
名安杜拉竞速队车手和 12 名耐特普
车手组成。自本赛季开始，这支重新
整装后的车队将目光投放到亚洲赛
场。

5 伊朗大不里士石化队

这支来自中东的劲旅就像高原
上的一群野马，永远奔驰在比赛队伍
的前列。他们有着极大的爬坡优势，
素有“爬坡王”之称。在过去的几年
里，他们在环湖赛上五次蝉联亚洲团
体冠军，队员频频在颁奖台上亮相，
给参赛者和青海各民族观众留下了
极其深刻的印象。

6 意大利内力索拓利队

意大利内力索拓利队是一支洲
际职业队，队员主要来自意大利。该
队前赞助商法尼斯维尼是一家著名
的酿酒厂商。领队鲁卡已多次参加
环湖赛，对青海的山山水水情有独
钟。今年该队以全新阵容亮相环湖
赛，期待收获更多的奖牌。

7 日本维尼凡蒂尼队

日本维尼凡蒂尼队队是第一支
意大利和日本两国合作成立的 UCI
洲际队，由两国队员组成。队伍中不
乏有经验的车手，为年轻选手的成长
创造了有力条件。今年的参赛队员
来自意大利、日本、罗马尼亚、斯洛文
尼亚和南非。

8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队

阿斯塔纳创建了哈萨克斯坦热
爱体育的国家形象，在以往的赛季，
阿斯塔纳的一些选手取得了很好的
成绩，在2011年个人总成绩排名中排
名第二。2012 该队在环湖赛上初战
告捷，2013 年再创佳绩，在亚洲队伍
排行榜上仅次于伊朗大不里士队。

9 俄罗斯车队

俄罗斯车队是一支 UCI 洲际职
业队，其后勤基地在意大利。该队成
立于 2012 年，领队曾是一名著名车
手，队员主要来自俄罗斯。今年俄罗
斯车队第二次来到魅力环湖，见证这
项美妙的赛事，并检验队员的实力。

21 中国宁夏体彩福克斯队

中国宁夏体彩福克斯队是继青
海天佑德队、甘肃体彩队之后中国西
北第三支 UCI 洲际队。参赛队员包
括 5名蒙古队员、1名俄罗斯队员和 1
名中国队员。今年环湖赛将第三次
走进宁夏，为宁夏社会经济和旅游业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宁夏体育也绽放
出新的光彩。

22 中国青海天佑德队

中 国 青 海 天 佑 德 自 行 车 队 自
2009年正式成为UCI洲际队以来，参
加了包括环湖赛、环中赛、环太湖、环
海南岛、环南京、环福州、环马来西
亚、环泰国等多项国际比赛，培养了
一批国内优秀选手，为优秀车队输送
人才，在各类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为中国自行车运动的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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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大利亚最派克队

成立于 2004 年的澳大利亚最派
克车队，是一支最具创新的澳洲职业
车队，2013年成为澳洲唯一的UCI洲
际职业队。他们期望并强调运动、生
涯、个人与社会多方向的均衡发展，
培育出异于传统运动员的多元化发
展人才。今年是该队第二次参加环
湖赛。

2 法国马赛苹果队

法国马赛苹果队自 2011 年成为
洲际队后，开始进入欧洲巡回赛的竞
争行列。马赛苹果队同时也活跃在
亚洲赛场，在去年的环湖赛中多次获
得赛段前三。这支以团体协作著称
的队伍，也多次在赛段团队成绩榜上
成为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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